
2004. 06.

2004. 06.

2004. 12.

2005. 08.

2005. 11.

2006. 11. 

2007. 09.

2007. 10. 

2008. 05.

2008. 10. 

2010. 02.

2010. 04.

2010. 05.

2011. 08. 

2011. 06.

2011. 09.

2011. 10.

2012. 04.

2012. 11.

2012. 12.

2012. 12.

被指定为“韩方临床实验中心(CTC)”(产业资源部)

被指定为“地方大学革新力量加强事业(NURI)”(教育人的资源部)

韩国中央政府确定支持开发资金

(韩方产业开发区-大邱韩医大学和三星经济研究院共同企划)

韩方临床支持中心成立

效能验证院安东分院成立

大邱校园护理学馆教学楼竣工

麒麟体育馆竣工

闻庆市立疗养医院开业

东西医学中心成立

与韩国科学技术院、韩国生命工学研究院、韩国韩医学研究院签署天然物研究协议

接管前亚洲大学校园

与大邱庆北地方中小企业厅、庆北地区6所地方自治团体、庆南地区3 所地方自

治团体签署“韩药材先进化事业”协议

校园更名为“首城校园”,“三圣校园”,“五圣校园”

被指定为“广域经济圈联系协力事业主管机构”(知识经济部)

附属大邱韩方医院外国人韩方医疗体验中心成立

被指定为“先导研究中心支持事业”(教育科学技术部)

学校企业大邱韩医大学旅行社开业

方剂科学国际研究中心(MRC)成立

被指定为“放学后学校社会企业培养事业”(教育科学技术部)

被指定为“韩药材品质检查机关“(食品医药品安全厅)

被指定为“外食产业专门人力培养机构”(农林水产食品部)

2013. 01.       

2013. 02.

2013. 04.

2013. 04.

2013. 07.

2013. 08.

2013. 10. 

2013. 10.

2013. 10.

2013. 12.

2013. 12.

2013. 12.

2013. 12.

2014.  03.

2014. 05.

2014. 07.

大邱韩医大学地区社会服务中心被评价为全国最优秀机构

被指定为“大邱市韩方康乐项目参与机构”(雇佣劳动部)

被指定为“两白之间药膳产业活性化事业”(农林水产食品部部)

被指定为“蒙古韩蒙友好韩方医院事后管理事业”(外交部)

被指定为“终身学习活性化支持事业”(教育部)

被指定为“BK21加事业”(教育部)

振兴地区经济的学校指导团创立

为了当地就业机会的产生签署产学官协议(大邱地方雇佣劳动厅、庆北女性企业家协议会)

学校企业的韩方化妆品“慈颜”进入香港的韩国化妆品专卖店

与中国天鹰集团签署协议

卞畅壎博士就任第七代校长

获得“大学机构评价认证”(教育部)

4年连续被指定为“青年就业支持事业优秀大学”(雇佣劳动部)

“幸福宿舍”和“尖端韩医学馆”竣工

被指定为“地区产业培育事业(RIS)第2阶段事业”(产业通商资源部)

被指定为“大学特性化事业”(教育部)

-大型课题：与韩方产业联系的HAPPY AGING 专业人力培养事业(课题经费140亿韩元)

-艺术体育方面优秀事例：韩洋方融合运动医学专业教练培养事业(课题经费15亿韩元)

跳跃期     2013年 – 现在

1980. 09. 

1980. 12. 

1980. 12.

1981. 03.

1983. 05. 

1983. 11.

1986. 02. 

1987. 11. 

大邱韩医科大学成立批准

学校法人济韩学院成立

大邱韩医科大学成立

第一届韩医学科108 名新生入学

学校附属韩医医院开业

大邱韩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成立

第一届毕业式

保健研究生院成立

办学初期  1979年 - 1989年 

1990. 12.

1992. 03.

1993. 08.

1994. 09.

1994. 09. 

1996. 01.

1996. 11.

1997. 11.

1998. 06.

2000. 04.

2001. 09.

2002. 11.

学校更名为“庆山大学”

综合大学升格批准

宿舍开馆

第6号馆、学军团馆竣工,学校入口通道扩建竣工

大邱校园韩医学馆开馆

成立国学、人文社会、自然科学、建筑造型、韩医医学院五个学院

第8号馆竣工

引进学部制

学校附属龟尾韩医医院开业

学校附属浦项韩医医院开业

举办第一届国际韩医学博览会

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共同举办国际研讨会

开拓期     1990年 - 2002年

成长期     2003年 – 2012年

2003. 05.

2003. 06. 

2003. 07.

2003. 07.

2004. 04. 

2004. 05.

学校更名为“大邱韩医大学校”

被指定为“地域协力研究中心(RRC)”(科学技术部)

韩方产业研究生院成立

被指定为“特性化优秀大学财政支持大学”(教育人的资源部)

与三星医院签署临床医疗协力协议

校内化妆品工厂成立

培养国际人才的名牌大学,
大邱韩医大学!
一步一步,累积的历史

造就了大邱韩医大学的今天

History

大学沿革

Daegu Haany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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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韩医药产业的国际性人才,终身康复服务专业人才。

通过韩方医疗体验观光,引领韩流的世界化的大学！大邱韩医大学

通过DHU3E计划,
加强大学力量和特性化优势
通过就业链接教育,培养实践型人才。

Vision

大学的长远
计划沿革

Daegu Haany 
University

vision 
      

V.2023 长短期发展计划系统图

提供名牌
教育

培养融合型

2023

发展目标

战略方向

发展战略

2023年进入全国大学评价50强

与地区社会合作,引领国际化的大学

特性化的健康人才

巩固地区
产学协力

提高行政
系统的创
新性

加强研究
力量

V.2023 长短期发展计划发展战略

学科(部)的先进化,加强师资力量,增强学生
福利支持,扩大教育支持系统

提出健康

人才像

提供名牌教育

扩大实用研究方面加强研究力量

扩大产学协力交流
融合型特

性化

巩固地区产学协力

高校行政,提高客户满意度,引进业绩管理体系激起行政系统的创新性

学校革新长短期发展计划的历史

1996~2005 1996~2005 2008~2020 2014~2023

﹣扩大大学规模

﹣ 实用化、信息化、

特性化

长短期发展计划

﹣ 大学整顿,提高质量

﹣教育及经营革新

﹣大学特性化

长短期发展计划

﹣ 具体体现大学的特性化

﹣ 大学生存战略树立

﹣ 教育及经营革新

﹣ 大学特性化

VISION 2020

﹣ 加强产学协力的力量

﹣ 大学生存战略树立

﹣ 教育及经营革新

﹣ 大学特性化

VISION 2020+

﹣ 韩方康乐领域特性化

﹣ 为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 大学未来生存战略树立

﹣ 教育及经营革新

VISION 2023

    是什么？
      教育系统是事前录用型产学联系的教

育模式。是由就业指导、订单式教育课程、现

场实习构成的。通过培养企业所需要的人才,

增加学生的就业机会。提供企业需要的实践

型人才,最后达到双赢的目的。

3E 是什么？
教育(Education) 

就业(Employment) 

娱乐(Entertainment)

通过3E,追求校内各种各样项目的系统化,

完成具有统一性的名牌教育项目的计划。

현장실무형 인재양성

취업연계 프로그램

즐거움이 있는 대학

아름다운 변화

培养现场实务型人才

就业链接教育

愉快的大学生活

为学生学校革新

大邱韩医大学

培养实践型人才,特性化为中心的教育

愉快的大学生活

就
业

链
接

教
育

education

entertainment

e
m

ploy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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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尖端的融合并相生发展的大邱韩医大学

与大邱韩医大学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

自大邱韩医大学建校以来,以韩医学和韩方产业为主导不断革新发展至今。目前具有三个校园(三圣校

园、首城校园、五圣校园),拥有5个学院,30个专业,约7,000名在读学生。 

大邱韩医大学通过引进OLE(On-site Learning for Employment)现场实务型订单式教育系统,建立具

有特性化的产学协力的新平台,培养特性化人才,率先培养符合产业需求的人才。同时通过Education(教

育)、Employment(就业)、Entertainment(娱乐)3E计划的开展,满足大学生活重要的3个方面,提高在读学

生对大学生活的满意度。

在2013年,获得韩国教育部主办的“大学机构评价认证”,夯实名牌大学的基础。同时通过政府和大邱

市、庆尚北道等地区社会合作,主导政府主办的国策事业,如教育部的大学特性化事业、未来创造科学部

主办的先导研究中心支持事业、产业通商资源部的广域经济圈联系协力事业、农林畜产食品部的外食产

业专业人才培养机构等。

大邱韩医大学基于教育和研究方面的优势,建立卓越的产学协力平台,开创新一代融合性学科,通过培养

尖端产业所创造的高价值产业,引导地区经济发展并做出卓越贡献。

大邱韩医大学已与中国、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等世界20个国家65个教育机构建立了姊妹院校合作关

系,加强在校学生的国际化能力,而且通过多种的奖学金制度,使学生养成勤学好问的学习氛围。

大大邱韩医大学超越地区朝着更广阔的空间不断发展

Message

Message  

校长致辞

Daegu Haany 
University

大邱韩医大学 校长  卞 畅 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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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圣校园

三圣校园

首城校园

走向世界的大学

培养国际人才的摇篮

大邱韩医大学的首城、三圣、五圣校园

首城校园
培养韩方医疗和护理领域产业所需要的专业性人才以及加强地区社会的医学临床研究,通

过构建韩方医疗的基础建设,引导地区发展并做出贡献的特性化校园

大邱韩医大学-
首城、三圣、五圣校园삼성캠퍼스

수성캠퍼스

즐거움이
있는대학

DAEGUHAANYUNIVERSITY

3
campus

三圣校园
位于具有圣贤智慧与精神并流传至今的三圣贤(元晓,薛聪,一然)故乡庆山市大邱韩医大学主

校园。浑然天成的自然环境与广袤富饶的土地上具备先进的信息化系统与丰富便利的文化设

施,在以我校美好教育环境为自豪的同时,为了学生们能尽情享受自由而不断努力。

五圣校园
接与国家R&D研究特区的约定地,是未来韩方产业的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集中设置韩方产

业方面的学科和研究机构。通过在该校园的特性化教育和人才培养,大邱韩医大学实现新

的飞跃

smart 
        Campus

Smart Campus

校园介绍

Daegu Haany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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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定的大学,
通过热情与挑战,成长为名牌大学

教育环境及尖端设施
- 大规模的学术情报馆

- 与学校大门连上的韩医大路开通

- 最尖端设施的麒麟体育馆和草地球场

- 超大型学生宿舍和教学楼

- 3个特性化校园(首城、三圣、五圣校园)

- 全国最大的BOOK咖啡厅

被指定为大型国家政策事业的主管机构
- 被指定为“大学特性化事业”(教育部)

  大型课题：与韩方产业联系的HAPPY AGING专业人力培养事业(课题经费140亿韩元)

  艺术体育方面优秀事例：韩洋方融合运动医学专业教练培养事业(课题经费15亿韩元)

- 被指定为“广域经济圈联系协力事业主管机构”(知识经济部)(课题经费210亿韩元)

- 被指定为“先导研究中心支持事业”(教育科学技术部)(课题经费100亿韩元)

- 被指定为“地区产业培育事业(RIS)第2 阶段事业”(产业通商资源部)(课题经费21亿韩元)

韩国国内最早学校企业 - 麒麟品牌科技园
- 研究、生产、营销相连接的系统性(One-Stop)运营

- 与50多个企业,共同促进韩方产业的产学结合

- 自发研制的品牌“慈颜”

- 支持学生就业实习,把收入再投资到奖学金和研发费上。

- 与中国、美国、日本等国际企业建立产学协力合作关系

热情与挑战
创造性人才是名牌大学的基础

Power 
        Campus

Smart Campus

参与国家政
策性事业

Daegu Haany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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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地区社会需求的订单式教育模式,
培养引领国际化的人才

引领地区产业的产学协力团
韩方生命资源研究中心(RIC) / 中小企业产学协力中心 / 国际方剂科学研究中心(MRC) / 

韩方化妆品研发中心 / 韩文化建筑研究所 / 庆北野菜健康研究所 / 天然物新药研发中

心 / 经络核心研究中心 / 两白之间药膳产业事业团 / 韩方生物创业保育中心 / 现场

实习支持中心 / 企业支持中心 / 地方开发中心 / 医疗产业活性化中心 / 韩方纤维研

究所 / 美丽商务中心 / 终身健康城市研究中心 / 安龙福研究所 / 学校企业麒麟品牌

科技园 / 学校企业大邱韩医大旅行社 / 共同机器中心 / 韩医治疗技术科学化事业团 

/ 特殊教育中心 / DHU TESOL研究所 / 花郎精神文化研究所 / 地区社会服务中心 / 

创业教育支持中心 / 药膳品牌化事业团(RIS) / 扩大地区就业事业团

通过培养地区社会所需要的实践型人才,
引领地区产业和经济的发展,
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国际方剂科学研究中心(MRC)

2011年被教育科学技术部指定为国家政策性事业之一。主要为药物配合原理的研究、研发

新的药物配合规律以及培养具有科学性的专业人才。

Industry-academy
Cooperation Foundation

Dream 
        Campus

产学协力

Daegu Haany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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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提高国际化能力,

提供双学位、交换学生、现场学习等国际交流项目。

global    
        CaMPUs  

�中国(27)
中国国立社会科学院

北京医科大学第9 临床医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黄山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

辽宁中医学院

天津中医药大学

河南中医学院

河北中医学院

贵阳中医学院

磐石市公立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

青岛华威留学预科专修学院

赣南医学院

华南师范大学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广西医科大学

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

陕西师范大学

渭南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鞍山师范大学

�台湾(1)
中国医药大学

�日本 (6)
富山大学

大阪教育大学

福岡縣立大学

梅光大学

国际医疗福祉大学

岛根縣立大学

�英国 (1)
University of Derby

�澳洲 (1)
Macquarie University

�美国(8)
Calpoly University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Ea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

Georgia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Valdosta State University

California University Riverside

Western Iowa Tech. College

�吉尔吉斯斯坦 (1)
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医科学院

�加拿大(1)
University of Victoria

�乌孜别克斯坦(3)
国立美术设计大学

东方大学

医药品国营公司

�泰国(2)
Phon Commerci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College of asian scholars

�哈萨克斯坦(2)
Alfarabi Kazakhstan National 

University

东方学研究所

�俄国(2)
俄国国立医科大学

Ulyanovsk State University

�西班牙(1)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蒙古(1)
蒙古国立大学

�土耳其(2)
Mustafa Kemal University

Fatih University

�菲律宾(1)
University of St.La Salle

�丹麦(1)
VIA University College

�德国(1)
Helmholts Institution

�越南(2)
Hanoi University

HoChiMinh City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马拉西亚(2)
MAHSA University(Malaysian Allied 

Health Sciences Academy

Sunway University

大邱韩医大学的合作机构：20个国家65个机构(2014.5.21)

[国际交流项目]

双 学 位

交 换 学 生 

短 期 语 言 研 修

现 场 学 习

海 外 实 习

短 期 研 修

World Explore Program

G l o b a l  Z o n e

美国 Ea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Valdosta state University

中国 中国海洋大学四川师范大学黄山大学

美国 Ea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Valdosta state University

英国 University of Derby 中国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黄山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四川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渭南师范大学、鞍山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 日本 大阪教育大学、福岡縣立大学

越南 Hanoi University、HoChiMinh City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美国 Ea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Valdosta state University、Western Iowa Tech. College 英国 

University of Derby 中国 中国海洋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日本 福岡縣立大学 马拉西亚 Sunway University

美国 Calpoly University 加拿大 University of Victoria 中国 中国海洋大学、四川师范大学

美国8周短期实习、日本海外实习、中国(北京、上海)海外实习、新加波(就业联系型)海外实习、美军部队实习、庆

尚北道海外实习、教育部国际实习等 

DHU韩国文化体验项目：邀请国外合作大学的学生们,体验韩国传统的文化,并与韩国学生进行文化交流。

短期医疗研修项目：学习韩医学的基础知识和实践操作,同时体验韩国文化,如俄国国立医科大学、日本国际医疗

福祉大学由

3~4 名组织一个小组,在暑假期间,去世界各地执行Team project。回来后举行报告会,并向优秀组颁奖。

放映原语新闻、DVD / 用于学习外语的外语角 / 举办原语研讨会

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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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Education

BOOK 
咖啡厅

Daegu Haany 
University

学院各

韩医预科/韩医学系 

1981年成立的韩医科大学是继承传统医学的同时

并推进韩医学的科学化与现代化。为了涵养韩医学

所需求的基础素质,除了学习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

以外,并进行实验实习和临床实习

护理学系 

1995年成立以来,一直培养高质量的护理专业人

才。获得Care-manager资格证等的先进教育是本

专业的最大优势。

韩医科学院

医疗工程学专业(医疗产业融合学部)

通过以实践为主的教育模式,培养医疗机器相关行

业的实践型专业人才。

IT医疗产业学专业(医疗产业融合学部)

培养具有专门信息技术的人才,培养能在未来各种

环境的医疗产业领域领先的核心人才。

数据库经营专业(医疗产业融合学部)

为了提供现代各种产业需求的融合型专业数据管

理人才,培养具有竞争力的数据经营专家。

智能IT专业(医疗产业融合学部)

电脑、广播、电子游戏、通信等多种媒体的核心价

值在移动通信项目。培养会实现和运营移动通信

项目的实践型人才。

制药工程学系

培养新药开发、制药工程管理、制药营销、健康食

品研发行业的核心人才,毕业后主要从业于生物工

程学相关的研究所和企业

韩方运动医学系

培养韩方和西方运动医学融合的专业教练(职业

球员教练、康复教练、公共教练)

物理治疗学系

在现有的物理治疗学基础上结合韩医学,针对21 世

纪健康生活的新范例,追求增进国民健康的目标。

临床病理学系

是诊断医学的核心专业,提供疾病诊断的依据,建

立治疗方向和预测预后的相关信息。培养诊断医

学领域的专业核心人才。

美术治疗学系

培养领先康乐社会的美术治疗师,领先替代医学领

域的学问,是在临床医院以及相关机构就业方面具

有优势的学系。

医科学学院

通过不断革新,逐渐成长

韩方产业的中心,韩医药的故乡

大邱韩医大学超越地区朝着更广阔

的空间不断发展

Different        
     education

学院各类
专业介绍

Daegu Haany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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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化妆品融合专业(生物技术产业融合学部)

通过实践性教导和在学校企业化妆品工厂实习,培

养全球性的人才。

食品生命工程学专业(生物技术产业融合学部)

通过韩医学的基础理论和动物、植物、微生物等食

品学的融合,开发预防疾病的食品,培养领先生物食

品产业的专业人才。

化妆品材料工程学专业(生物技术产业融合学部)

以培养带头化妆品产业的国际性的人才为教育目标,

基于天然物质研发化妆品材料和开发市场商品。

食品调理学专业(韩方食品调理营养学部)

培养领先饮食服务业的调理专业人才,以韩方结合

研发药膳料理,通过多样的调理实习培养未来的健

康专家。

食品营养学专业(韩方食品调理营养学部)

为了疾病的预防,增强机体健康,通过理论和实习并

行的特性化教育模式,培养专业营养师。

韩药开发学专业(康复产业学部)

为了韩药材资源的应用和生物新材料的研发,培养

韩药资源的专业人才。毕业时,可获得韩国保健福祉

部认证的‘韩药批发业务管理’资格证。

森林造景学专业(康复产业学部)

通过环境设计和城市与森林发展计划,追求社会和

自然然环境的改善,致力于国家综合开发的学问。是

韩国国家未来培育行业之一,相关市场达到大约5 

兆5千亿韩币规模。

美容管理产业学科

通过皮肤美容、美发管理、高级化妆设计、体型管

家、化妆品基础等美容管理相关的理论教育和实习

的系统性教育,培养领先美容管理产业的创新性的

人才。

香产业学科

全国唯一的香产业相关的四年制本科学系。通过相

关企业合作,亲身体验实践性的创业和商品研发。

韩方产业学院

航空服务系

响应庆北地区的韩国东南部国际机场建立计划的

号召,培养航空服务领域的专业人才。

中文系

中国是韩国最大的交易国家,而且是世界经济的核

心区域。为了中国相应的各种产业的人才需求,通

过双学位、交换学生、中国现场学习等语言文化交

流项目,培养中国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通商经济学部(财务金融专业、全球贸易专业)

财务会计和金融方面的专业人才是现代社会所有

的企业、机构所需要的人才。通过相关领域的专业

特性化教育,培养全球性的创新性人才。

酒店观光学系

通过实践性的教育,培养现场实务型人才。毕业后

可在特级酒店、旅行社等文化产业方面就业。

警察行政学系

由于民间治安产业的需求带来相关行业的扩大发

展,该学系培养将从事警察公务员和刑事司法机关

事务的专业人才。

视觉媒体设计学系

通过具有创新性的人才教育和专业设计实习,培养

广告、出版、平面设计等相关产业的专业设计人才。

室内设计专业(建筑设计学部)

地方大学唯一的4年制的室内设计专业,通过室内

装饰设计,提高人类生活质量。

亲环境建筑学专业(建筑设计学部)

教导建筑学的基础理论的同时涉及亲环境方面问

题的学系。未来的建筑空间对人类健康影响扩大,

亲环境建筑和安全设施越来越受到重视,通过特

性化教育,该学系重视学生对该行业的专业素质,

以便对人类生活环境的改善做出贡献。

全球融合性学院

保健学部(保健管理专业、产业安全保健专业)

是保健卫生、产业安全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摇

篮。通过相关行业的专业性教育,扩大就业领域,

提高就业率。

消防防灾环境专业(消防防灾安全学部)

为了灾难管理以及生活安全,培养消防行政、消防

安全、环境安全领域的专业人才。

防灾安全管理专业(消防防灾安全学部)

树立自然灾难减轻的预防计划,以对社会基础设施做

安全评价为主要任务的特性化人才培养为教育目标。

青少年教育咨询学系

在系统地了解青少年的行为,文化,思考和性格等

内容的基础上,学习专门的指导方法。培养青少年

咨询师、咨询专业教师等有关青少年教育的特性

化人才。

儿童福祉学系

以涉及儿童保育和社会福祉领域的联合教育为特

点。可获得社会福祉师、保育教师、幼儿园教师资

格证等的国家资格证。

老年人福祉学系

面临高龄社会的到来,相关老年人福祉产业的人才

需求也会增加。该学系培养领先老年人福祉行业

的专业人才

咨询心理学系

以心里治疗领域的专业人才培养为教育目标,通过

以实战为主的教育,培养康复咨询和心理治疗方面

的专业人才

医疗经营学系

培养医疗产业机构的专职经营人,与我校附属医院

和地区的产学协力医院合作,提供学生理论指导和

实战培训。

银色体育产业学系

为了提高高龄社会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2010年

建立了以培养银色产业的核心人才为目标的学系。

中等特殊教育系

我校唯一的师范类专业,培养针对残疾学生教育的

特殊教育专家

保健福祉学院major

主要

Daegu Haany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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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邱韩医大学附属医院为了保障地区工人的健康,与大邱商工会议所、庆北邮政厅、龟尾三星电子(SAMSUNG)公司、海

力士半导体公司、浦项制铁公司(POSCO)等企业签署指定医院协议。尤其对于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人,施行特性化的韩

方综合健康检查,得到了地区社会的热烈反响。

附属大邱韩医医院
大邱韩医医院是韩医学原产地大邱地区唯一的一家大学韩医医院,拥有韩

医生命资源中心,疯瘫诊察中心等专业性的医疗机构,不仅能保障本地居

民的诊疗也能为学生的韩医学教育提供良好的教学环境。

附属浦项韩医医院
作为以传统性的室内装饰为医院基本结构的韩医医院,附属浦项韩医医院

是被选定为保健福祉部和文化观光部主导的<健康韩国之旅>指定代理医

院,同时也是地方代表企业<POSCO>的指定医疗机构.

市立闻庆疗养医院
为老年患者提供专门化医疗环境的市立闻庆疗养医院通过开展韩、西医

配合诊疗和对患者竭诚的服务来保障患者健康安宁的生活。

Medical Center

附属医院

Daegu Haany 
University

Research Insitution

附属设施

Daegu Haany 
University

生活馆
生活馆给远距离居住的学生提供校内住宿的空间并且创造学习气氛。通过

学生在生活馆生活能够体验团体生活的基本原则并且学生之间顺畅地交流

信息和沟通。生活馆具有食堂,公用电脑室,休息室,洗衣室,洗澡室,自习室和

健身房。学校自然环境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改善学生的情绪涵养。

博物馆
学校博物馆是1995年9月开馆以来,以韩医科学院为主一直成长到现在。主

要活用像大邱药令市的地方传统特性,发掘地方历史,文化,艺术,民俗和考

古人类方面的资料。通过展示相关的资料给教授,学生和有关研究人员积

极地支持相关调查和研究活动。以给一般人进行文化教育,对地方社会文

化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媒体中心
担任学校新闻记者或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学生能享受学校奖学金。

新闻社

是校内的第一言论机构,向校内外宣传大学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的面貌。

广播电台

广播电台分为教育广播和网络广播。教育广播主要通过校内扬声器给学生

播放有益的信息,故事,音乐等。网络广播具有在网站上将情报迅速地传达

给学生或交换信息的功能,是一种校内沟通手段。

出版社

为了实现建校理念,达成教育目标和大学文化发展而成的,建校以来一直开

发大学教养教材,学术书籍以及专业教材等,在各种方面开展事业。

韩学村
通过蕴含人文智慧的古典讲座,传统礼仪教育和文化体验活动等多样有效

的教育和体验项目,发展消失的传统文化。

学生就业支持中心
以‘直到就业那天与你一起奔跑’提出口号,提供就业相关信息,同时进行

就业集训、访问就业学院、课后就业学校等的就业相关学生支持项目。并

且通过雇佣劳动部的青年就业前途支持事业,由就业咨询专家构成的就业

支持管常驻,进行1：1合适的就业咨询。

学生生活健康支持中心
以学生健康为目标,充分利用我校的韩医学优势而建立。为了学生的健康,

结合保健诊断、体育设施、学生洽淡,提出多样的健康管理项目。如鉴别四

象体质、基础健康检查、分析机体成分、测定基础体力等。作为解毒治疗的

一环,提供给全校学生韩方茶(双和茶等)。有关大学生活方面的咨询活动

也得到很多学生的喜欢。而且通过咨询活动内容的保密管理,防止学生个

人信息的泄露。

大邱韩医大学特化中心
为了准备康乐时代的到来,提高人民生活保健环境,积极推动生物产业的

发展。

共同机器中心
是确保和运用自然科学方面的高价值的最尖端的研究设备,增加研究设备

共用的机会,加强地区研究机构的研究优势。并提供相关实验或者研究的

数据信息,促进校内研究活动,提高实验实习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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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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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行政楼(博物馆)

大觉钟

韩学村

露天表演场

大体育场

玄水馆

艺体能馆(10号馆)

麒麟体育馆

学军团

化妆品工厂

生物研究中心(11号馆)

天空花园

学术情报馆(9号馆)

建筑造型馆(8号馆)

人文社会馆(7号馆)

学生会馆(1号馆)

麒麟生活馆

麒麟第二生活馆

幸福宿舍(宇宙馆)

韩医学馆(12号馆)

基础科学馆(2号馆)

福祉馆(6号馆)

教授研究楼(5号馆)

综合科学馆(3号馆)

3T公园 

学生服务馆

车站 

学校大门(计划)

略图

Campus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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